
作品赏析

李曲斋(1916—1995)，广东顺德人。清
探花李文田之孙。青少年时随父读书，于经
史词章、金石目录之学靡不淹通，尤好书
法。1954年任广州文化公园艺术顾问。历
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书法家协会
代主席、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广州市人
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本报讯 9月8日，由广州市文联、
市文史研究馆与广东省书协、广州市书
协联袂举办的李曲斋书法作品展开幕式
暨《李曲斋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首发式在
广州文化公园举行，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杨建城、广东省文联专职副主席洪楚平、
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童慧、广州市文
史研究馆副馆长李翔，书法家张桂光、许
鸿基、连登、卢有光、周树坚、梁鼎光、丘
仕坤、李远东、沈永泰等出席了开幕式。

展览展出岭南著名书法家李曲斋书法、
篆刻作品约80件，基本涵盖李曲斋各个
时期的书法精品。《李曲斋百年诞辰纪念
文集》得到了李曲斋好友、学生及专家学
者、社会各界人士的响应，先后征集到包
括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港澳地区及广东
省内作者的文章55篇，是一本多层面、多
角度反映李曲斋交游、学识、修养、品行、
创作、评论等人生轨迹的学术文集。广
州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书法家李鹏程

为文集题写书名。
当天上午还举行了《李曲斋百年诞

辰纪念文集》学术座谈会。广东省书协
主席张桂光等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畅
谈李曲斋的书法艺术成就。李曲斋不仅
是岭南著名书家，他在诗词创作、园林建
筑、园艺栽培等方面的造诣也为世人称
道，其一生为健全岭南书法组织、促进岭
南书艺发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言 文）

李曲斋书法作品展广州举办
文艺界人士座谈李曲斋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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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文艺发展又添新举措。
2016年以来，广州市利用市文艺家协
会的资源优势，结合各区文联的阵地
优势及文艺诉求，实施开展了市文艺
家协会与区文联“一家亲·万家情”结
对共建活动。至今，已有16个文艺家
协会与全市11个区文联喜结良缘，这
也标志着“一家亲·万家情”结对共建
活动第一阶段签约工作圆满结束。

“一家亲·万家情”结对共建是广
州市文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
艺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精神，结合本地
实际，履行文联服务新职能的一项创
新举措。

3月22日，在广州市文联主席、党
组书记李鹏程，专职副主席童慧，从化
区委宣传部部长李朔熹、副部长邝冬
梅等领导见证下，从化区文联与广州
文艺志愿者协会、广州市摄影家协会、
广州市舞蹈家协会、广州市书法家协
会签订了“一家亲·万家情”结对共建
协议，全面拉开了市文艺家协会与各
区结对共建的序幕。随后,签约活动
稳步推进，各区文联根据各自的需求
选择艺术门类结对，实现强强联合，优
势互补，打响和擦亮广州各区的文艺

品牌。
目前，黄埔、南沙、天河、海珠、从

化等区文联已与结对协会研究制定了
活动方案，筹划开展各项文艺活动，如
在学习雷锋日、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
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的讲话》发表纪念日、国际志愿者日等
有利时机，以文艺惠民演出、诗书画摄
影作品展览、民间艺术展示等形式，组

织开展“一家亲·万家情”结对共建活
动成果展示。通过展示交流，各区取
长补短、比学赶帮，推动文艺繁荣发
展。

童慧介绍说，“一家亲·万家情”结
对共建活动为市文艺家协会与各区文
联搭建了一座桥，通过重点开展对口
培训、联合演出、文艺支教等活动，着
力培养当地文艺骨干力量，打造优秀

文艺工作者队伍，共谋各区文化建设、
共育基层文艺人才、共建特色项目、共
创本土文艺精品的目标，是发挥文艺
家协会作用、促进广州文艺事业发展
的有效途径。

广州市的结对共建活动正朝着制
度化、规范化、常态化方向迈进，目前
已形成如下突出特点：一、以结对共建
为载体，重点提升区域文艺水平；二、

以活动项目为带动，部署开展结对共
建活动；三、以促进发展为动力，确保
结对共建取得实效；四、以制度建设为
保障，推动结对共建常态化开展；五、
以经费保障为基础，抓好结对共建活
动落实。

李鹏程表示，结对共建活动开展
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比如在共同
谋划区属文化建设方面，结对双方通

过文化设施共享、文艺团队联建、文艺
活动联欢等形式，定期在各区所属社
区联合举办各类文艺展览、文艺演出、
文艺讲座等活动，共同营造了浓郁文
化氛围。在文艺人才培育方面，市文
艺家协会组织专业文艺人才到区所属
街道、社区开展业务培训、辅导讲座、
交流座谈等活动，让各区基层文艺骨
干队伍不断壮大。此外，各区根据自
身文艺资源特色和拟打造的文艺项目
需求，提供文艺项目所需的活动场地、
设备和经费；市文艺家协会根据各区
提出的需求，整合文艺人才资源，为各
区提供业务指导，共同打造一批特色
文艺节目。市文艺家协会还定期组织
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扎根生活，创作
出接地气的文艺佳作；各区努力挖掘
本土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感人事迹和
故事，与市文艺家协会一起创作出了
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文艺作品。

展望结对共建的前景，李鹏程表
示，随着活动的深入，结对共建双方将
结合自身实际开展富有特色的各类文
艺活动，不断创新丰富共建形式，认真
探索文艺结对共建工作的有效方法和
途径，对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
及时总结推广，“广州市文联要把这项
利民惠民的好事抓好，真正达到预期
目的。”

□ 言 艺□ 言 艺

广州市文联乐当“红娘” 协会与各区结对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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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程（广州市文联主
席、党组书记、中国书协会员）

岭南书法源远流长，南越简牍，东
汉砖文，隶草一脉相承。明清以降，名
家辈出，李曲斋先生可谓其中佼佼
者。先生诞于博学之家，幼年随父读
书承家学，通达经、史、诗、词、金石，尤
擅书法，承传了陈白沙、李文田、康有
为的岭南文脉，与并时的容庚、商承
祚、詹安泰、吴三立、朱庸斋、佟绍弼、
阮退之、吴子复、秦咢生、麦华三、黄文
宽、卢子枢、张大经等一大批学者、书
家一道，为推动岭南书坛的发展付出
了毕生的努力。先生的人生轨迹、书
艺、学问、人品，处处浸润着岭南文
化。先生一向淡泊名利，雅情高致，超
然物外，一派名士风度，为世所钦，素
有岭南艺坛“一散仙”美誉。

陈永正（中山大学教授、
原中国书协副主席、广东省
书协名誉主席）

先生为书，初好二王、欧、褚，继乃
由祝、文入北海，上窥汉、魏。早岁之
作，俊逸秀挺，风韵特佳。中年以后，
则笔势遒劲，气象沉雄，博采诸家，自
成一体矣。先生之书，独迈一世，然其
性淡泊相遭，超然物欲之外，常以“三
不”自警：不题招牌，不作个展，不印书
帖。虽友生弟子百计劝之，未肯稍易
其志。所作书复不自珍惜，随手散去，
然先生之墨宝又不可不传，广州市文
史馆遂委托王楚材、张桂光、梁伟智数
君，代为收集整理，成《李曲斋行草书
札》一册，交岭南美术出版社印行。

张桂光（华南师范大学
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广
东省书协主席）

回想夏日藤荫低羃，清风徐来，
先生与友生清谈文史、书法，有如方
丈维摩，天花飘坠。先生教学特重
临摹，严格要求初学者认真临帖，点
画提按、结字布局均应遵循传统法
度，并强调多读古人名迹，领会各家
神韵，抒发艺术灵性。先生教法重
批评，讲规律、讲理解、讲悟性，常用
教学语言仅“呢度得”（这里行）、“个
度唔得”（那里不行）而已，极少详细
解释，至于“呢度”点解（为什么）

“得”，“个度”点解“唔得”，就靠你去
比对，去思考，去领悟了。至于流派
取向，尽管祖父为碑学名家，先生仍
主张碑帖兼容，不以风格分高下，不
因流派定甲乙，学者宜各适其适。
先生论书，首重雅字，视功力浅薄、
以怪为奇、杂乱臃肿者为俗书。主
张评价书法格调之高低，应以书卷
气为度。常谓书艺精要，在字外功
夫，学者须存志诗书，蕴蓄既深，其
书自然高雅，若无书卷气，便是俗

字。又谓当世书者，只知索求于点
画之间，拍浮于名利之海，重可伤
哉！

邓圻同（广东省作协会
员、广州荔苑诗社副社长）

曲斋兄比我长十岁，亦师亦友还
是世交。他常到舍下论书谈艺，为我
和家人挥毫写字，不分昼夜，只要他喜
欢，便随手挥写。数十年来，他为我和
家人书写的对联、条幅、册页、扇面等
不下三四十件，我们至今保存，视为瑰
宝。1991年初我和曲斋兄应香港中
文大学的邀请，联袂前往讲学，他讲书
法，我讲诗词。他讲的书法课对我国
书法的源流和发展阐释详尽，对历代
各家字体的特点深入浅出。各次讲
课，整个礼堂，座无虚席。堂上即席写
的作品，亦为学生争相取去。后来又
应邀到香港慈善文化机构学海书楼讲
课，每周在香港各个区级图书馆义务
讲课，听讲的有教师、公务员甚至教
授。曲斋讲学大受欢迎。

卢有光（原广东省、广州
市书协副主席，广州市政协
书画院副院长）

20世纪80年代初，广州老一辈
的文化人杨奎章、陈约、谢家因、何作
朋、关晓峰等筹建广州市书法家协会，
成立时在广州文化公园搞了一个大型
书法展览。我当时是负责布展的工作
人员之一。曲老是现场具体指挥，他
对每幅参展作品都亲自审视、评点，有
缺点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有两三幅年
轻人的作品中个别字不规范，甚至写
错了，他叫我通知他们到场，指导他们
改正。我被他那种对书法艺术的认真
态度深深地感动了！从此，我对自己
的创作也不敢马虎，有疑问的要认真
查找资料对证才写出来。这种对艺术
的认真态度是值得学习的，真是一辈
子受用！

钟志澄（女书法家、李曲
斋弟子，现在澳洲传播中国
书法）

曲师虽然地位崇高，备受尊重，但
他对普通人关怀爱护备至。有一次，
大概是1978年，他得到一份小报酬，
是人民币28元，他立即叫我把钱送去
给办公室内一位男同事。其实当时他
自己的生活十分清苦，28元不算少
了，须知我每月的工资是36元半呢。
至于其他方面给人的帮助，除了一些
数目不大的金钱支出外，最多则是礼
品。对于街坊戚友，更仿如亲人。就
是曲师的保姆姑大，他一直视她为亲
人，财务全数由她管理，大小事务任她
支配。饭前茶后，都会带些美点回去
给她享受。所以有时我们私下说：“老
师真是个奇人！”

吴静山（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中国美术学院中国
画系客座教授）

时维七月，李先生时方患疝，而天
气闷热，当时物质匮乏，李府既无空调
又无电风扇，仅得数把折扇与葵扇而
已。而门生十数人环绕李先生之前后
左右，众人皆汗涔涔而下，李公则赤
膊，短裤，箕踞而坐，殊无怍色，口讲手
授。座中女弟子梁雪芸性最开朗、可
人，为之忍俊不禁曰：“先生走光了。”
李公不以为怪，直提裤头，哈哈一笑
云：“皆因太闷热致也。”一座大笑。门
人岑荣光笑侃道：“李公该更名为四死
斋。”李公问：“何为者？”岑答曰：“有识
之士被您笑死，半识之士被您气死，无
识之人被您吓死，道学先生被您羞
死。”先生面无愠色，大笑曰：“岑君真
吾知己也。”满座为之绝倒！当时在座
者除七八名时彦青年外，尚有刘嘉玲、
王玉贞、沈厚韶、刘玲等女士。师生之
间曾无芥蒂，泰华堂笑声不绝。李公
之豁达开朗美度，于此可见一斑。

连登（原广东省书协副
主席、广州市书协主席）

之前，先生除了在文化公园发挥
作用外，还在广州书坛的两个重要事
件上作出贡献。其一是1962年广东
省文史研究馆和广州市文史研究馆联
手主办广州文史夜学院。李曲斋先生
与麦华三、莫铁、马国权等先生受聘任
教于书法专业。容庚、商承祚、吴子复
等先生则主讲星期日的大讲座，可谓
是师容鼎盛。他培养了大批书法骨
干，学生中如董百振、陈作梁、梁锦英、
廖蕴玉、黄子厚、周正山、张标、凌山、
苏子强、赖詠儿以及外语系日语专业
的陈永正；中国画专业的曾景充、欧广
勇、龙志航等在书法研究上都卓有成
就。先生潇洒飘逸的行草书与秦咢生
先生的爨宝子，麦华三先生的楷书，吴
子复先生的隶书，和容、商二老的篆书
都成为学员们推崇学习的榜样。

陈初生（暨南大学教授、
原广东省书协副主席）

我是曲老弟子张桂光的同学，导
师容庚、商承祚又与曲老是至交。大
概是因为这层关系，曲斋先生也对我
非常关爱。我喜欢书法，早岁学习篆
书、隶书，用功较多，于行草则努力不
够，以致创作时，用行书落款多与正文
不谐。这一点，同窗陈永正、张桂光多
次向我指出过。1991年，我在广州集
雅斋与揭阳郭笃士先生举办书画联
展，曲老看了以后，多次以亲切关爱的
口吻对我说：“初哥，你的行草……”出
语诙谐，充满期许，实则棒喝也。从
此，我牢牢记住曲老的教诲和指点，重
新临摹王羲之《兰亭序》《集王书圣教
序》以及赵孟頫、王铎的行书。

广州文艺名人深情回忆李曲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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